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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德州分行

“农耕贷”解农户“燃眉之急”
“没想到这么快就办理下来

了，还以为要好几天，谁知道不到
半个小时，关键时刻，多亏了工行

‘农耕贷’及时解决了我的燃眉之
急。”刚刚尝到甜头的庆云农户王
先生难掩兴奋。

王先生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农
民，家有承包土地170余亩，主要
种植玉米和小麦，往年靠及时销
售资金流比较充足，但今年受疫
情和天气影响，在购买化肥农药
等方面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问

题。“农民有需求，银行应帮忙”。正
在其一筹莫展之际，工行庆云支行
积极响应国家惠农政策，主动联
系，通过对其个人及其耕地进行
实地走访考察，发现其耕地面积
大、销售盈利状况良好等整体趋
势，正好符合‘农耕贷’的放款条
件，及时送上“农耕贷”，并在第一
时间为其办理17 . 2万元贷款。农
户王先生惊喜称道“银行主动送
政策，农担公司给予担保，全程手
机操作，简单方便，放款还快。”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
人们的正常生活，也让数字经济
大显身手，并已成为社会发展的
重要推力。为积极顺应“数字普
惠”发展趋势，工行德州分行通
过“数据驱动、科技赋能”，解决
市场规划和目标客户服务中数
据缺失、银企信息不对称等问
题，推动全行普惠金融业务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农耕贷”是工行与
山东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联合为符合条件的种粮大户
及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推出的一项
线上优惠融资产品，可有效缓解
农业经营资金周转难、贷款利息
高等问题，区别于传统的线下银
担合作业务，“农耕贷”产品实现
了手机APP申请准入，全流程线
上化操作，贷款秒批秒放。接下
来，该行将不断加强宣传力度，进
一步完善客户筛选机制，进一步
将惠农政策做到实处，切实履行
大行担当。 （宋开峰 贾钊）

2020年11月16日，山东省乐
陵市杨安镇前石村，负责农业合
作社鹅养殖的老汉张兆明，对记
者侃侃而谈：“这2 . 3万只鹅，按照
今年的行情，每只纯收益在150元
左右，合计下来，总收益能达到
300多万元！”张兆明口中数字一
出，记者们无不发出惊叹。

前石村农业合作社正式成立
于2017年10月，社员入股土地
433 . 9亩，主要从事糯玉米的种
植，糯玉米销售到当地加工商户，
其中有39 . 9亩土地租赁给该社理
事长从事蛋鹅的养殖。随着去年
鹅养殖产业的诞生和今年养殖规
模的扩大，合作社资金捉襟见肘。
6月份，随着农行乐陵市支行50万
元“强村贷”的投放，该合作社资

金形势立即缓解。整个合作社的
经营业绩有望登上新台阶。

这个合作社只是农行德州分
行依托党建引领，支持农业合作
社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
截至10月末，全行13家支行共纳
入“强村贷”范围的6 6户，金额
3541万元。其中审批22户、发放贷
款891万元，正在调查的11户、730
万元；正在审查的1户、40万元，储
备客户31户、1880万元。

据了解，“强村贷”是农行“鲁
担惠农贷”的拳头产品，该产品是
基于山东省委全面推进村党组织
领办合作社工作进程，联合山东
省委组织部、山东省农业发展信
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创新推出
的，通过“地方组织部门推荐、省

农担担保、农行贷款”模式，全面
助推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发展。

其实，早在2019年11月1日，
农行德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田
树江就与山东省农担公司总经理
陈志祥、省农行三农对公部副总
经理刘继明一起到平原县，对党
支部领创办土地股份合作社运行
情况进行调研，实地考察合作社
并召开座谈会，为该项业务的首
创奠定了基础。

4月2日，农业银行总行企业
文化部新闻中心处副处长姜丹
(挂职)及烟台市有关同志到平原
县调研基层党组织创领办合作社
推进情况及农行“强村贷”推广情
况，也对该项业务的快速突进发
挥积极作用。“‘强村贷’的亮点在

于组织部对党组织集体经济发展
等各项指标进行综合评定，被评
为四星级以上的基层党组织的工
作能力和在群众中的声誉能转化
为担保机构可评定的信用等级，
以此作为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的
依据。贷款执行基准利率，并按基
准利率50%进行财政贴息。”农行
德州分行三农对公业务部总经理
胡寿勇介绍。

农行德州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田树江表示：“‘强村贷’业务集
中了党组织、农业产业化和金融
三大优势，必将成为我行惠农信
贷业务一个新的增长极。目前，我
们正和有关部门全力推进，尽快
做到全面开花，结出硕果！”

(宫玉河)

农行德州分行：“强村贷”助力乡村振兴农民致富

为保障辖内农户“三秋”时节增产
丰收，平原农商银行积极推进秋粮收购
支持工作，备足中、晚“秋粮”收购资金，
服务范围延伸至全产业链。

精细化走访对接。该行加强与农业
部门沟通协调，掌握秋收工作总体安排
和实际进度，提前摸清需求，备足信贷
资金，满足粮食收购户收购秋粮等各类
信贷需求。成立25支秋收党员服务队，
通过电话对接、微信联系、实地走访等
方式对辖内134家农业大户、农资生产
经销商等进行走访、建档，精准掌握秋
收秋种金融服务需求，备足2亿元信贷
资金。

推出信贷产品“套餐”。整合“信e
贷”“农机无息贷”“家庭亲情贷”“鲁担
惠农贷”等产品，根据不同客户需求特
点，针对性匹配信贷产品。目前，该行共
发放“三秋”支农贷款1 . 44亿元，投放农
民种子、农药、化肥贷款3767 . 05万元，
农机具贷款1511 . 12万元、农副产品收
购贷款9094 . 98万元。

保障优质服务。在25家网点开辟秋
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简化流程手
续，提高审批质量和效率；提升服务效
率，专人接待、专人办理、限时服务，确保
3个工作日发放贷款，不误农时、不误农
事。提供“点对点”提供上门收款服务，
在集中性的粮食收购交易市场提供现
场收款服务13次。秋粮收购期间，资金结
算量大，且收到假币的风险加大。该行
通过金融夜校、业务推介等形式，组织
集中的反假币、反洗钱、打击非法集资
活动20余次，有效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畅通结算渠道。该行利用366个普
惠金融服务站，63台ATM、CRS机具、
288台农金通、544台POS机，为夏粮收购
提供强有力的资金结算渠道。加强线上
网点建设，推广以聚合支付、“智e通”为
代表的线上结算渠道，满足粮食收购日
常结算需求。为57户种粮大户、收粮大
户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聚合支付
等电子产品。 (刘中帅)

平原农商银行

聚焦“三农”

全力支持秋粮收购德州农商银行抬头寺支行
始 终 坚 持 以 省 联 社 党 委

“123456”总体工作思路为指
导，以“冬日攻坚”为契机，通过
加强员工培训学习、实战操作、
经验总结，全面提升智慧柜员
机替代率。截止到11月16号，该
支 行 替 代 率 从 3 0 % 提 高 到
54 . 87%，较月末提高了24 . 87
个百分点。

一是高度重视，积极整改。
通过组织全行工作人员召开研
讨大会，支行行长就总行领导
意见、目前智慧柜员机使用现
状、下一步发展方向进行分析，
全行成员就当前智慧柜员机面
临的问题、工作困境、解决思路
献言献策，最终制定切实可行
的方案。同时，该支行积极对接
相关业务部门，力求解决技术

上业务上的各种难题。
二是加强培训，提升能力。

利用晨会时间，该行员工积极
进行业务的学习和培训，确保
熟知操作流程。柜员和大堂经
理更是根据客户业务种类的不
同，两人一组进行情景演练。夕
会之时，员工们对当日遇到的
问题及时汇总，群策群力进行
解决，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
体验，提高服务水平。

三是结合实际，合理分工。
根据员工职能及现场实际情
况，确定大堂经理为智慧柜员
机的主要操作人，运营主管和低
柜工作人员在大堂经理缺位的
时候做到及时补位，现金管理员
及时做好机器的日常维护和清
加钞工作。通过对全员合理分
工，做到事无巨细、不落死角。

四是积极引导，提高质效。
根据到网点的每名客户的实际
需求，大堂经理循循安排，实现
智慧柜员机、低柜、高柜的合理
分流。同时，到智慧柜员机进行
业务办理的客户，大堂经理进
行现场解说操作，培养客户自
助办理业务意识。让客户自主
成为一种习惯，提高客户服务
体验。

如今，在德州农商银行抬
头寺支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
力，使用智慧柜员机办理的业
务量每天都在提升。通过智慧
柜员机办理业务，极大缩短了
业务的办理时间，客户获得新
的体验和更高的服务效率的同
时，该行的业务量也稳步提升，
实现了“客户称心、我们欢心”
的双赢局面。

10月30日，山东乐达现代
智汇综合物流园1亿元“中银厂
房贷”项目在中国银行山东省
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通过，标
志着“中银厂房贷”信贷产品在
德州正式落地。

乐陵市位于黄河三角洲高
效生态经济区，是连接山东半
岛、京津冀、辐射东北的物流枢
纽地带。山东省乐达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看中乐陵市独特地
理位置，规划建设总投资10亿
元，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
综合物流园项目，打造“供应链
一站式服务基地”，为生产企
业、商贸企业、物流企业等提供
供应链需求服务，该项目已纳
入德州市重点项目清单。

为吸引更多的企业入园经

营，解决企业购买厂房的资金
需求，中国银行乐陵支行与项
目开发商积极对接，利用“中银
厂房贷”产品，为投资企业融
资，以“工业用房产按揭贷款”
方式，解决企业一次性购买资
金需求。目前，由开发商向中国
银行乐陵支行推荐购买厂房企
业名单，该行正逐户对接，对符
合条件的客户给予最多1000万
元的购房贷款。

为加强对企业中长期信贷
支持，满足企业生产经营发展
中自用厂房购置需求，今年中
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研发“中银
厂房贷”信贷产品，推出后受到
广大企业用户的欢迎。

“中银厂房贷”是指借款
人因生产经营需要，购买(含

市场购买和司法拍卖，下同)
自用工业厂房，向中国银行提
出申请，并承诺以购买厂房及
所附着土地使用权作为抵押
担保，以借款人整体经营收入
作为还款来源的贷款。贷款金
额最高1200万元，贷款企业最
长10年，按月还息，从第二年
开始分期偿还本金。在购买的
厂房具备抵押条件之前，可以
通过阶段性担保方式先期取
得贷款。

目前，中国新华集团在德
州市湖滨北大道打造的“新华
慧谷”等项目正在与德州中行
对接，德州中行将积极利用“中
银厂房贷”产品，搭建入园企业
的融资服务平台，为企业投资、
经营提供便利。 （李琨）

德州中行：“中银厂房贷”,搭建融资服务新平台

德州农商银行：多措并举提高智慧柜员机替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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